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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力就是城市競爭力

人均
借閱冊數
4.00(3)

人均
擁書冊數
1.98(4)

人均
到館次數
2.59(4)

民眾
持證比例
75%(3)

█ 110年臺中市閱讀力評比
獲直轄市組4項肯定

資料來源: 教育部110年臺灣閱讀風貌及全民閱讀力年度報告



閱讀力就是城市競爭力

國家建築金獎
文化教育及公共建設與工程類
金獅獎

國家卓越建設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金質獎

北區分館

國家卓越建設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金質獎

國家卓越建設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金質獎

國家卓越建設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卓越獎(全國首獎)
園冶獎

外埔分館
李科永
圖書館

上楓分館

國家卓越建設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卓越獎(首獎)

綠美圖

上楓分館、外埔分館、北區分
館等圖書館新建工程，均獲工
程獎項肯定，其中上楓分館更
獲卓越獎全國首獎，成功為本
市爭取文化建設榮譽。

█圖書館工程屢獲工程獎項倍受肯定



1
億元

月月有新書

充實英語力

東南亞圖書

數位資源

親子共讀

綠美圖

徵集得獎及各類優質圖書

充實英語學習圖書

增購東南亞書籍

電子書預算倍增

採購繪本及童書

持續徵集綠美圖質量兼具館藏

閱讀力就是城市競爭力 █購書經費倍增

預估擁書率可由2.01增加至2.12冊/人，每人購書費約35.7元

5000萬 1億元(六都第2)111年購書預算倍增!! 



閱讀理念

人本彈性的推廣服務

便捷快速服務

運用科技智慧閱讀

結合企業跨域結盟



閱讀理念 人本彈性的推廣服務

● 友善閱讀環境，如無障礙設計、男女廁比1:4 、哺乳室美化等友善設計

廁所友善設計(1:4)

優質哺乳室設計

皆有無障礙坡道 友善借書車設計



閱讀理念 人本彈性的推廣服務

● 高品質的友善建築設計，提供民眾優質舒適之閱讀環境

外埔分館

外埔分館

上楓分館 太平坪林分館

太平坪林分館



閱讀理念 人本彈性的推廣服務 圖書館作為公共資訊站

●提升各圖書館網路、資訊安全
及軟硬體設備品質，

●打造圖書館作為公共資訊站

●提升寬頻上網至100MB

●增設iTaiwan無線網路

●汰舊換新公用電腦、筆記型電腦、
平板、推播設備等資訊設備。



閱讀理念 人本彈性的推廣服務

● 110年疫情三級警戒閉館，停課不停學，提
供學生線上申請借書服務。

●民眾自選圖書、自付運費70元，宅配到府。

● 110~111年累計運送件數1,465件、超過1

萬冊書籍。

書香便利送服務需經過館員尋書、打包與運送，將一箱箱的書籍送到民眾手上

民眾使用
好評！

書香便利送



閱讀理念 人本彈性的推廣服務

● 110年三級警戒期間提供得來速取書窗口服務。

●取書人數43,491人、館員精選書共借出8,643袋。

民眾線上

申請借書
館員尋書

得來速窗

口取書

得來速窗口服務流程

館員精選書袋民眾於得來速窗口取預約書

得來速取書窗口



閱讀理念 人本彈性的推廣服務

●臺中市共有7部行動圖書車

●服務遍及大臺中29區、124個服務據點

●服務學校(含偏遠學校)、幼兒園、社福機構、
醫院、廟埕、景點、矯正機關等。

●服務包括借還書、辦理借閱證、故事說演、
數位資源推廣、主題書展與量身選書等。

書車每月一次造訪梨山平等國小

行動書車



閱讀理念 人本彈性的推廣服務

書車每月一次造訪梨山平等國小

行動書車



●疫情期間平板電腦外借與館內公用電腦不
限時上課服務。

●平板電腦內建11萬冊電子書、小牛頓科學
影音館、語言學習等資源。

● 6/2至6/16已借出115部平板電腦，協助學
童家中上課學習不中斷。

家長帶著學童到圖書館借用平板電腦 圖書館公用電腦設備齊全，支援遠距教學

閱讀理念 人本彈性的推廣服務



閱讀理念 便捷快速服務 持續建置RFID自動化環境

●持建置無線射頻識別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設備及環境

●透過晶片快速感應，自動化借閱服務讓民眾借還書更快速方便



松竹捷運自助借還書站閱讀理念 便捷快速服務

110/5/19
新開張



全市第一部捷運自助借還書站

●臺中市首座結合捷運站無人圖書館

● 24小時自助借/還/預約取書服務

●遠端監控、線上諮詢，確保服務品質

●自110年5月19日啟用至今年5月底

上架冊數 借閱冊數 使用人次

24,648冊 33,626冊 18,208人次

每逢尖峰時段常見民眾排隊等候使用串聯周邊鐵道自行車道讀者類型更多元 家有三寶的媽媽也愛來借書

小姐弟是自助借還書站的常客



閱讀理念 便捷快速服務

APP智慧「手機借書」服務

●中市圖APP內建智慧「手機借書」
服務，掃描圖書條碼借閱圖書，個人
借閱零接觸，便利快速又安全

●目前共9館有該項服務
(總館、精武、大里、大里德芳、太平
坪林、烏日、豐原、外埔、霧峰以文)

●運用今年經費將再新增3間圖書館
手機借書服務



閱讀理念 便捷快速服務

圖書館與順天硯山行社區合作社區閱覽室 合勤共生宅的閱讀角落讓住民樂在閱讀

●鼓勵學校、社區、社福機構、政府機關、企業、商家等單位建置閱讀區

●團體借閱證每次可借閱500冊、借期60天。

●申辦張數已近4,000張，以學校單位申辦量最高。

超商兒童閱覽室是就近陪伴孩子閱讀的好所在



閱讀理念 便捷快速服務-班級團體書箱

清水國中學生利用共讀書箱閱讀情況配送本市各校共讀書箱分布圖

● 每年挑選適合國小及國中的優質圖書，建置共讀書箱，提供教師借閱。

● 111年新增推動校園英語共讀書箱
累計至111年6月，共讀書箱已借出1,100箱。



閱讀理念 運用科技智慧閱讀

智慧綠能行動圖書車開進校園 行動圖書車深入社區推動親子共讀

●文英基金會110年捐贈260萬元打造智慧綠能行動圖書車

●設置太陽能板，可供應車廂燈光、平板電腦等數位設備

●民眾使用APP即可以手機借閱車上書籍

●以提供社區申請服務為主，安排至距圖書館較遠之學校為輔

行動圖書車每月行程



閱讀理念 運用科技智慧閱讀 全市自助借書服務
●全市45間圖書館全面建置「自助借書機」

●自助快速完成借書，減少排隊等候的時間

● 110年超過200萬冊圖書由民眾自助完成借書



閱讀理念 運用科技智慧閱讀 45館訊息推播同步服務

●同步將政策、宣導、活動及相關圖書資訊推送至全市圖書館

●降低城鄉資訊落差，提供民眾一致化且無紙化之智慧服務



閱讀理念 結合企業跨域結盟

●與70個讀書會結盟，約2,884位會員

●透過在地愛書夥伴將閱讀風氣吹往鄰家社區

●每位讀書會成員都是城市閱讀最佳行銷員!

《與書會友-讀書會營運及補助》

每年編列100萬預算，補助9-12個讀書會進行閱讀推廣相關活動。



閱讀理念 結合企業跨域結盟

中心內以「文化創意」、「多元文化」、「知識性」、「青少年」規劃四大主題專區

● 103年獲教育部補助設置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
中心，104年起於葫蘆墩文化中心啟用

● 「文化創意」、「多元文化」、「知識性」、
「青少年」四大主題館藏

●多元文化館藏提供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緬甸、寮國、越南及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
圖書，計11,959冊

圖書類別 借閱冊數
借閱冊數

百分比

知識性 39,507 37.91%

青少年 13,860 13.32%

文化創意 13,637 15.60%

多元文化 6,211 3.49%

其他（含視聽資料

及繪本）
27,206 29.68%

總 計 100,421 100%

110年四大主題借閱情形



閱讀理念 結合企業跨域結盟

●與勞工局合作於圖書館設置就業服務台

●設置閱讀圖書區，提供職涯發展、求職面試相關書籍市民「借
書同時找工作」

●符合聯合館永續發展目標，SDG 8 「尊嚴勞動與經濟成長」，
讓每個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圖書館內設有就業服務台，專人服務更便民 溫馨閱讀角落結合職涯相關圖書，助民眾求職順利！



《用閱讀，交個朋友吧^^》

●六年持續送書至臺中女監 。

● 2021年，「閱讀起步走」活動首度前進好宅。

● 2022年，深化照顧市內弱勢家庭、確保閱讀
資源不匱乏。將與家扶及勵馨基金會合作。

閱讀理念 結合企業跨域結盟



閱讀理念 結合企業跨域結盟 購書捐款

捐款情形

年度 捐款單位 捐款金額 合計

108
大台中建築師公會 202萬9,880元

227萬9,880元

四大公會 25萬

109 大台中建築師公會 190萬7,000元 190萬7,000元

110
大台中建築師公會 96萬3,400元

606萬3,400元
文英基金會 500萬

林茂盛律師 10萬

●為充實館藏積極與在地企業/團體合作，近三年來共募得逾千萬購書經費



閱讀理念 結合企業跨域結盟

專案名稱 辦理年度 受贈冊數

傳書送愛缺你BOOK
愛書活化計畫

108年 32,309冊

為孩子播下一顆閱讀種子
愛書活化計畫

109年 36,873冊

110年 40,476冊

合計 109,658冊

受贈圖書辦理成果



閱讀理念 結合企業跨域結盟 期刊認養

●各分館積極與在地企業、民眾合作推動期刊認養活動

●三年多累積近千種刊物，逾160萬元認養金額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5月

合計

數量(種) 322 223 255 134 934

金額 531,278元 385,405元 493,690元 216,473元 1,626,846元



未來 綠美圖

●全國第一座美術館與圖書館共構的建築。

●以「公園中的圖書館、森林中的美術館」的巧思，設計出8棟互相連結的建築物。

●預計111年底主體完工，接續進行特裝工程，114年開館啟用。

綠美圖外觀示意圖 上樑典禮(111.5.11)



未來 願景

閱讀力=軟實力=競爭力

●持續提升各館館藏之質量及特色。

●針對分齡分眾之特性創新閱讀服務

●著重數位化資源之建置與行銷推廣

●深化地方文獻之發展


